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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 8日讯（记者 张尚
武）一批现代化猪场建成投产，湖南生
猪产能恢复持续向好。据省农业农村
厅提供的数据，至5月底，湖南生猪产能
已连续8 个月环比增长，预计年底将超
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围绕生猪稳价保供目标任务，湖南
采取省负总责、部门分工负责、“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层层分解落实生猪生

产任务。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落实养殖用地、财政激励、金融支持等
政策，全面调动养殖企业和养猪户的积
极性，加快恢复生猪生产。

大项目带动，全省生猪产能恢复加
快。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5
月份全省新开工万头以上规模猪场 92
个，新建成投产 27 个。去年 9 月以来，
全省建成投产规模猪场612个，其中万

头以上规模猪场 96 个，累计完成投资
76.5亿元，新增养殖产能340万头。

受市场拉动，养猪户复产补栏劲头
足。至5月底，全省生猪、能繁母猪存栏
连续8 个月环比增长，且能繁母猪存栏
增幅明显超过生猪存栏，生猪产能保持
增长势头，发展后劲十足。

今年来，全省生猪外调量大幅增
长。5月份，全省外调出生猪64.2万头，

环比增长3%。今年以来，全省累计跨省
调出生猪 233.6 万头，同比增长 86.7%，
其中净调出179.6万头，实现同比翻番。

生猪产能加快恢复，老百姓“菜篮
子”更有保障。据监测，生猪及猪肉价
格连续 14 周下跌。第 22 周（5 月 27 日
采集数据），全省活猪、猪肉均价分别为
每公斤 31.12 元、46.96 元，均比年初下
跌近30%。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张尚武）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地方早稻、一季
稻受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立足抗灾保丰
收，加强田间培管，打响虫口夺粮攻坚战，
确保完成今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当前，是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全
省早稻大部处于孕穗抽穗期，中稻大部分
进入拔节孕穗期。针对局部地区水稻受

淹，省农业农村厅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
落实减灾补损技术措施，组织植保、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抗灾补损。

省内农技专家提出，对受淹稻田，在
水退后要及时清洗叶片，并适时补充肥
料。在积水退去3天、叶片恢复吐水功能
后，适当补施尿素或农家肥，补充养分，促
进植株恢复生长。注意查苗补缺，仔细观

察被淹后的稻田，对淹坏的一季稻植株及
时拔蔸清除，重新移栽秧苗；如无多余秧苗
可插，可采取疏密间苗的办法，即移栽田
中密度较大的秧苗进行补充。

水稻受涝后，特别要加强稻瘟病、
纹枯病、白叶枯病和细菌性条斑病的防
治。省植保植检站专家介绍，频繁降雨
的天气，有利于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迁

飞为害。打好“虫口夺粮”战役，要突出
抓好二化螟、稻飞虱等重大病虫害防
控。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对受灾严重的
早稻，要及时翻耕尽早种植一季晚稻或
双季晚稻；对于水冲沙压暂时不能修复
的稻田，及时改种秋玉米、秋大豆、秋绿
豆、秋荞、秋红薯等旱粮作物。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邓道理

低密度、小而美，精品山宿最动人

夏夜晚风轻柔，沿着张家界武陵源
区协合乡林荫葱郁的盘山路，向宝峰山
深处行进。大庸秘境民宿傍田而建，镶
嵌于偌大的山坳。

在舍顶的草地露台上，不少游客在烛
光下，听风赏月。“这里满足我们对于山林
秘境的所有幻想。”来自西安的游客李健和
王迪爽告诉记者，他们的蜜月度假之旅在
网络平台精心挑选后选择于此。

6月6日，时值周末，记者穿行在张
家界市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南线旅游公
路，奇峰秀林里，风格各异的民宿犹如

颗颗明珠装扮着大山。精品民宿大多
满房，旅游复苏呈现欣欣向荣之势。

“坚持原生态，又传承文化，不做
‘网红’，只求成为经典。”协合乡龙尾巴
村梓山漫居民宿主人杜勇介绍，5 月以
来，梓山漫居30多间房入住率已好于去
年同期，端午节的房间已售完。

“推窗见山，心旷神怡，更重要的是
服务专业又人性化，细节令人暖心。”深
圳游客张女士说，梓山漫居惊喜十足，
要多住几天，慢慢体验。

记者采访发现，品质越高的民宿入住
率相对也高，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低密
度、小而美、生态好。10多间房构成一座民
宿的体量，建筑、装修考究，空间既私密又开
放，游客与自然零距离亲近。野奢、古朴、浪
漫、田园……个个还保留自己的特质。

“疫情阴云催生了游客对旅游品质
的更高要求。目前，武陵源不少精品民
宿的入住率超过去年同期。”武陵源区

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彭斌介绍，民宿度
假产品生态原真，体验感好，也成为张
家界旅游复苏的重要推动力。

2016年，武陵源区在全省率先成立乡
村特色民宿发展指导小组，出台了引导规
范民宿发展建设与经营的多项文件。目
前，乡村特色民宿客栈由15家发展到300
余家，形成民宿集群。梓山漫居、水木潇
湘、五号山谷、回家的孩子、璞舍、大庸秘
境、镜立方等20余家精品民宿品牌叫响全
国，在国内外各大网络平台广泛“种草”。

有灵魂、有乐趣，“空心村”醒了

6 月 7 日清晨，58 岁的李启海在梓
山漫居民宿为绣球花修枝剪叶。这位
龙尾巴村的村民已变身园艺师，熟谙各
种花草的栽培技艺。

李启海的妻子张明姣是梓山漫居
后厨的员工，餐厅优先采购当地村民蔬
菜，自家当季蔬菜黄瓜、玉米、红薯俏

销。李启海笑称：“夫妻俩每年仅工资
收入合计超过了6万元。”

“民宿是乡村振兴的一扇窗口。”梓
山漫居民宿主人杜勇介绍，公司流转了
农田百余亩，自给自足、丰富游玩体验
的同时，还原乡村农耕风貌；同时，与村
民合作开展油榨、织锦、制银等项目合
作，让民间文化得到传承。

民宿进村，有了灵魂，有了乐趣，原
来的“空心村”苏醒了。

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准
备把原本出租的房屋，改作民宿自营。

“原来只能卖40元一晚的房间，改作精
品民宿成为网红，卖到 1000 元一晚。”
璞舍民宿主人李平回乡创业，一家人齐
上阵，母亲烧菜，哥哥当司机。

协合乡干部赵德山介绍，该乡民宿
客栈提供了400余个就业岗位，解决贫
困劳动力就业100余人，带动贫困人口
人均增收0.6万元。

老村部变游客餐厅，水田变观赏
区……民宿发展带动农村环境整治、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成为武陵源
绝美山水中的又一道亮丽风景。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陈薇 见
习记者 邓正可）昨天，“2020 年中国印
刷业创新发展及前沿技术高峰论坛”在
长沙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印刷及设备
器材工业协会、湖南省印刷协会、长沙市
委宣传部主办。作为全国性大型论坛，
此次活动是“2020 年世界媒体艺术之
都·中部（长沙）印刷产业博览会”的一次
预热。

印刷业是现代产业体系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闻出版与文化传
播、品牌包装与产品增值等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柱产业
作用。近年来，数字印刷技术进步迅速，
其快速、灵活、环保、利润率高的特点，更
是给印刷业特别是广大中小型印刷企业
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又给印刷业
的智能化、数字化提出了新考验。此次
论坛以“创新发展，前沿科技”为主题，讨
论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沿技术应用，聚焦
行业热点，链接优势资源，分享成功模
式。论坛邀请了来自全国的专家、企业、
院校代表解读印业现状、分享企业成功
经验，探讨产学研模式。

生猪产能环比“八连增”
湖南活猪、猪肉均价均比年初下跌近30%

加强培管 虫口夺粮

粮食生产抗灾保丰收

高峰论坛探讨
印刷行业发展趋势

6月8日，长沙月亮岛银星路上岛桥梁建设已完成，即将验收交付使用。该桥是
月亮岛第二座上岛桥，为三座规划上岛桥梁中最南端的一座，是西岸片区与月亮岛
之间的重要通道。桥梁采用连续梁结构，全长约224米，宽为14米。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民宿，武陵源里新风景

长沙月亮岛
新增上岛桥

邹晨莹

6月7日晚，湖南卫视携手芒果扶
贫云超市、拼多多创新打造的《出手吧，
兄弟！》特别节目，将综艺、晚会与直播
相融合，为我省贫困地区农产品“高能
带货”。2个多小时的直播里，超过1亿
观众参与，创造1.02亿元带货总额，成
功“卖空”15个县的扶贫当季农产品。

主动拿出黄金时段，邀请明星组
团带货，不靠广告没有盈利，主流媒
体是脱贫攻坚战场的“轻骑兵”。“作
为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理念首倡
地，湖南上下勠力同心帮助乡亲们脱贫
致富，‘天天兄弟’义不容辞。”主持人汪
涵的开场白，道出了以湖南卫视为代表
的主流媒体坚守阵地，勇立脱贫攻坚潮
头，体现服务大局的政治担当。

大屏直播，“小屏”下单，优势互
补长出“三头六臂”，把有意义的事情
做出真效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此
前已有利用技术优势协助农户对接
消费者的丰富经验，此番合作湖南卫
视以品牌优势与专业优势，让更多用
户尝鲜直播购物，放下曾经“看不
起”、跨越“看不懂”，迈向蠢蠢欲动。
打赢脱贫攻坚战，每一条战线都应以
不同的方式、发挥最大的优势、尽最

大的努力参与其中。
“扶贫产品都是情怀”“闻到了满

屏的香味”……在这场扶贫带货直播
晚会中，不仅有江永夏橙、张家界葛根
粉、永顺糍粑等富有特色的扶贫产品，
还把湖南秀美风光、文化风俗、民族风
情传递给山长水远的网友们，让人们
既“种草”土货，也心仪“土味”。其中
穿插着对于扶贫干部、创业农民、一线
工作者的采访，讲述了助农产品背后
的扶贫故事，是守正创新传播正能量、
弘扬主旋律的典型案例，所构建的大
屏小屏、线上线下、电视电商互动的立
体、多元矩阵传播体系，为打造新型主
流媒体积累了诸多经验。

这场扶贫直播带货晚会的意义，
不仅在当晚，更是在未来。因为涉及
到的不只是传播命题，同样也是一个
自身发展命题。首创串屏直播带货
舞台的模式，颠覆原有直播的“点状
带货”，由电视大屏作为主屏，不仅串
联了舞台上的若干小屏直播间，更是
辐射网线后的千万直播间的“网状带
货”。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指
向，这种强化互联网思维、把握互联
网规律的创新尝试，为主流媒体顺应
趋势、发挥优势提供了一块试验田、
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扶贫直播带货，
这台晚会“带”出了什么

三湘时评

▲ ▲（上接1版）
“为农产品代言卖货，‘天天兄弟’

（注：天天兄弟为湖南卫视《天天向上》
节目主持团队）义不容辞。”主持人汪涵
的话，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当晚，湖南卫视将娱乐元素融入直
播带货活动中，推出《出手吧，兄弟！》直
播带货特别节目。“天天兄弟”联手明星
嘉宾为湖南农产品站台助阵。

“湘南江永夏橙让我们在夏天也能
吃上新鲜的橙子。”“葛根粉是人们夏天
消暑的必备美食。”迪丽热巴和刘宇宁
率先上台卖货。迪丽热巴为江永夏橙
代言，刘宇宁张家界葛根粉“打 call”。

“尝尝我做的葛根粉。”为让直播更有
“味道”，刘宇宁现场“下厨”做出了一碗
美味的葛根粉。

活动现场，迪丽热巴、刘宇宁、黄景
瑜、阿云嘎、凤凰传奇、筷子兄弟、王大
陆、吉克隽逸、海清、秦岚等明星嘉宾变

身农产品销售“助力官”，分别为江永夏
橙、张家界葛根粉、永顺糍粑、凤凰腊
肉、隆回龙牙百合、郴州宜章莽山红茶、
岳阳平江豆干、娄底新化牛肉面（酸辣
粉）、吉首泡菜、麻阳万菜等农产品助
力。

明星嘉宾站台吆喝，直播现场变成
了一个大“卖场”，订单纷纷而来，“湘字
号”农产品现场卖火。

19万公斤夏橙5分钟售空，14万件
腊肉产品（每件包括500克的腊肉和一
份腊肉酱）6分钟卖完……2个多小时的
直播带货活动中，参与活动的湖南15个
县（市区）的农产品全部“卖空”，超 5.5
亿人次参与互动直播。

从挑担赶集到网上卖货
——手机成了“新农具”

“大家看，这是我刚从自家菜地摘

的黄瓜，很新鲜。”6月8日上午，浏阳市
农品浏香店铺负责人孔友明打开手机，
通过芒果扶贫云超市直播卖菜，当场就
有客户线上下单。

孔友明是最早在芒果扶贫云超市
上开店、直播卖货的农民。3月12日，芒
果扶贫云超市上线当天，工作人员来到
浏阳市教农民朋友网上开店、直播卖
货。孔友明凑过来看热闹，很快，他就
被这种全新的销售方式吸引住了。

“将产品放到网上，在自己的手机
上做直播，就能把产品卖出去，太神奇
了。”孔友明当即决定，将自己的店铺

“搬”到芒果扶贫云超市上来。
通过手机就能开店，销售产品，手

机成了农民朋友的“新农具”。芒果扶
贫云超市的工作人员趁势引导农民朋
友从原来的挑担赶集转到网上卖货，拓
宽销售渠道。每到一地，工作人员便组
织当地农民开展线上线下培训会，教大

家网络主播方法和技巧，为农民朋友直
播卖货提供技术指导和全程服务。

在芒果扶贫云超市开店、直播带
货，可以带来看得见的收益，农民朋友
热情高涨。

3月12日，芒果扶贫云超市开展首
站直播时只有3户农户入驻开店。一个
多月后，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开展培训
会，当天就有300多户农户进驻开店。

很多农户通过直播成了“网红”，探
索出了质朴实用的直播方法。江永县
农户刘云峰通过直播采摘、打包、发货
等从源头到餐桌全过程，把直播带货做
得风生水起。安仁县李红芳身残志坚，
养蜂致富，在直播中，向大家展示优质
蜂蜜酿制工艺，被网友称赞为：有内容、
有故事、有温度的直播带货。

截至目前，芒果扶贫云超市已在宜
章、安仁、汝城等地建立了直播培训基
地，对全省13000余人开展了线上线下
开店、直播与电商培训；近4000人在芒
果扶贫云超市开店，大卖“湘字号”农产
品。

湘西腊肉热卖，湘南夏橙拼鲜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刘勇）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全面开展小型水库
安全度汛隐患排查。检查采用省市县
分级负责的方式进行，省水利厅抽查不
少于1000座，市级抽查不少于2000
座，县级实现检查全覆盖。

我省共有1.4万余座水库，数量位
居全国第一，其中小型水库占全省总数
的97%。这些小型水库大多建于20世
纪60～70年代，由于前期建设标准低，
后期管护跟不上，病险隐患较多，一遇
强降雨，极易发生险情，严重威胁下游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历年来均是防
汛保安的薄弱环节。

今年，省水利厅决定对小型水库安全

运行开展全覆盖检查，以摸清全省小型水
库安全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全面查找安
全运行薄弱环节，建立“问题”清单，督促各
地尽快补齐小型水库在运行管理和工程
方面的短板和不足，确保水库安全。

据悉，省水利厅采取“四不两直”方
式进行抽查。一是14名厅级领导各包
一个市州，抽查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
履职情况、“三个重点环节”落实情况、

“三大建筑物”安全状况。二是组建36
个专项检查组进行暗访检查。三是由
省水旱灾害防御值班室根据雨水情开
展随机抽查。目前，厅领导带队检查已
完成，36个专项检查组暗访和市县自
查、整改工作正在进行。

1.4万余座水库中，小型水库占到97%

湖南对小型水库全面“体检”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戴帅汝 林城）省气象台
预计，未来一周湖南处于降水相对集
中期，有两个主要降雨阶段，分别为8
日至 10 日以及 11 日至 14 日。需注
意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
灾害以及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

有关部门今天继续发布地质灾害、
山洪灾害风险预警。省自然资源厅与
省气象局联合会商认为：自6月8日20
时至9日20时，受降雨影响，湘中、湘
东、湘南局部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
风险大（橙色预警），湘中及以南大部分
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黄
色预警）。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
商认为:自6月8日20时至9日20时,受
降雨影响,株洲中部、衡阳大部、郴州北

部、永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
害（蓝色预警），其中，株洲中部、衡阳东
南部、郴州北部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
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省内仍有
强降雨发生，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1日降雨逐渐北抬
至湘北地区，11日至14日雨带基本位
于湘中及以北，累计雨量大；15日后除
湘西北外，大部地区转为晴热天气。气
温方面，近期较为平稳。

气象专家提醒，9日至13日需警
惕湘中附近部分地区（怀化、邵阳、娄
底、株洲、衡阳等地）可能出现的强降
雨重叠，重点加强防范沅水、资水、湘
江下游洪水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山
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近期有两次强降雨过程
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大
15日后大部分地区转为晴热天气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苏敏）入汛以来，受强降
雨影响，我省部分公路网络因水毁发
生交通中断。省公路事务中心今日
发布消息称，截至 7 日，我省已累计
抢通12条国省道共16处路段、61条
农村公路共 73 处路段，仍有省道
S236线在积极抢通中。

今年，我省公路部门提前启动了
应急保畅预案，对长大桥隧、公跨铁
等重点路段和险要路段进行了安全

隐患排查。进入汛期，全省公路系统
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

据介绍，在本轮强降雨中发生了
大型山体滑坡、地基塌陷、桥梁受损
等情况，公路部门为此加强了专业救
援力量，科学制定修复方案，提高了
公路防汛抢险的科学化、专业化水
平。

截至7日，全省普通公路网没有
发生一起因水毁处置不到位引起的
较大及以上交通安全事故。

我省部分公路受水毁交通中断
抢通12条国省道61条农村公路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张韬）受强降雨影响，今天
部分途经京广高铁、怀邵衡铁路的列车
有不同程度晚点或停运。中国铁路广
州局集团长沙南站发布消息称，截至8
日19时，仍有37趟列车临时停运，旅客
可通过12306网站和车站公告了解实
时车次信息。

长沙南站介绍，已购买停运列车
车票的旅客，不要在停运当天集中前
往车站办理退票、改签。可通过以下
4种方式办理退票业务，均不收取退
票手续费：

在 12306 官网上订票未换取纸
质车票的旅客，可直接在12306网站
上退票；

票面发站是长沙南站的，可不晚
于票面乘车日期30日内（含当日）持
车票到全国任意车站退票；

中途下车的旅客可选择30日内
(含当日)在广铁管内各大车站办理未
乘区间的退票手续；

在微信等第三方网站订票未换
取纸质车票的旅客，可在不晚于票面
乘车日期 30 日内(含当日)在全国任
意车站退票。

受强降雨影响

部分途经长沙南站列车停运
4种退票方式可选，无需集中前往车站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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